
“金九银十”的含金量虽然在下降，但

对于消费者来说， 购房还是要选择一个最

佳的时机。 为此，多位房地产专家预计，对

于贵阳房地产市场，从开发商、国家政策、

房价走势等情况来看， 今年年底至明年年

中，贵阳房价将继续保持稳定的趋势，甚至

个别项目还可能会出现小幅下降， 因此这

段时间是比较好的购房时机。

谢国荣表示， 目前贵阳房地产市场总

体上库存充足， 住房供应结构也在进一步

优化，增加新增土地供应中的中小户型、共

有产权住房比重的方式增加有效供给，有

针对性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刚需群体住

房需求，防止刚性需求的积压。目前贵阳的

购房者主要以刚需用户和改善用户为主。

从出台的政策看， 无论是住房公积金

政策的松动， 还是新建商品房限制转让的

规定，主要都是针对投资客，而不是真正的

刚需购房者。今年房价经过这轮上涨后，目

前进入了一个平稳期， 这也是刚需用户的

最佳购买时期。接近年底，未来的几个月很

可能成为贵阳房地产市场走势变化的一个

过渡期，一方面开发商的推盘、销售区域稳

定化和常态化，不会有价格的大起大落，另

一方面市场价格预计会较为稳定， 不会出

现大幅波动。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余珉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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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小长假，贵阳楼市平淡收官———

“金九银十” ，往年的这一时期，是开发商开盘、推盘的一个高峰期，各大楼

盘都会有打折、送礼等大力度的促销活动。 由于促销力度大，很多购房者也会选

择在这一期间购房，成为房开商的一场盛宴。 贵阳多家房开销售机构负责人告诉

记者，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刚刚结束的中秋小长假期间，在销售方面并无

太多亮点，成交数据和成交金额基本上与平时持平。

全国的房地产销售情形和贵阳差不多。 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中秋小长假前两天，北京新建商品房住宅签约 4 套，二手房住宅网签 74 套；

上海小长假头两天新建住宅网签分别是 136 套与 127 套； 广州小长假第一天网

签住宅 206套；深圳前两天网签新建住宅分别是 76套与 89套，与 2018 年小长假

相比，四个一线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热点城市楼市开始逐渐下行，市场难以继

续冲高。 他认为，小长假各地楼市平淡，全国一二线城市楼市告别“金九银十”几

乎已成定局。

8月贵阳楼市 去库存速度加快

据铭腾机构提供的数据显

示，今年 8 月，贵阳房地产市场新

增供应 57 万方， 环比下滑 48%；

成交 63 万方， 环比上升 13%，其

中商品住宅新增供应 45 万方，环

比下滑 41%；成交 50 万方，环比

上升 18%。

房地产专栏作家陆飞表示，

今年以来特别是进入八月后，由

于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房价上

涨过快的趋势得到了遏制， 贵阳

市去库存的进度得到了加快，从

成交面积和成交套数等数据看，

当前交易户型和面积在稳中增

大， 同时商业地产的销量有所上

升， 这和改善型购房需求的释放

有关。 他表示，九月即将结束，从

贵阳楼市的发展趋势来看， 尽管

数据还未公布， 但贵阳的商品房

预计成交量将略超去年， 但和其

他月份相比并无太多亮点。

“在楼市销售的背后，总是不

可避免地伴随着投机、 炒房的情

况， 但随着国家调控政策的进一

步收紧，投机者大幅减少，刚需者

的需求进一步凸显， 因而造成了

‘金九银十’ 逐渐回归理性。 ” 他

说。

金九银十褪色 回归理性

在国家强监管的政策下，将

炒房客的资本限制在售楼处的大

门外， 也让购房的属性进一步趋

近于自住，售房“旺季不旺” 表明

了贵阳楼市逐渐回归刚需。 近日

记者在贵阳某大型房开项目售楼

部发现， 销售人员甚至多于看房

者，究其原因，有的是由于企业推

盘放缓的节奏， 导致可售房源不

多， 有的则是开发商在平时也会

推出和“金九银十” 相同的优惠

促销活动， 在这个时候购房和平

时的区别不大， 因此也导致了购

房者积极性不高。

具体到房屋销售上， 一般来

说，在每年的最后两个月，大多数

的房开企业尤其是名企、 上市公

司，可能会全力冲刺年度指标，为

确保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很多开

发商可能会在价格上做一些让

利，全力提升销售额。 另一方面，

很多房企到了年底， 都有不同程

度的资金兑付压力， 因此很多企

业可能会在今年剩下的两个月持

续降价，做大销售额，缓解资金压

力。 总之，接近年底，开发商主动

出货的意愿应该比较强， 伴随着

的则是消费者很可能会得到更多

实惠。

作为传统的营销旺季， 近几

年贵阳开发商对于 “金九银十”

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淡定， 不过在

很多一线营销人士看来， 这一现

象并非楼市前景黯淡的体现，而

是未来地产营销新的趋势所在。

碧桂园西南上城一位营销人

员告诉记者， 对于贵阳来说，“金

九银十” 的表现确实不像很多一

二线城市那样显著， 尤其是随着

市场新常态的到来，未来“金九银

十” 的概念还有可能会被进一步

淡化。 同时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的

营销， 主要还是以市场规律为准

则， 这就意味着未来房企不可能

像过去那样强力主攻传统市场旺

季， 更多是根据项目自身的推盘

节奏， 顺应市场规律推出相应的

促销活动，吸引目标客户群体。

中国房地产研究院专家谢国

荣表示，“不止在贵阳，今年‘金

九’ 成色不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 一方面，国家调控政策的出

台和落地执行， 使得 8 月份市场

刚性需求出现了较大增长， 导致

销量上升，但市场恢复常态后，又

对今年的‘金九银十’ 也带来了

一定的透支性影响。 ”他表示，另

一方面，就传统营销旺季而言，如

果众多项目都集中推盘、推优惠，

这就造成了信息量爆炸， 互相冲

突，市场效果反而会因此而削弱，

因此现在越来越多地产商更倾向

于通过市场需求来调整营销节

奏。

刚需购房迎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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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探访建区 5年来的发展状况见闻

贵安新区：核心产业强劲 引领楼市发展

自 2014 年贵安新区成

为中国第八个国家级新区以

来， 贵安的各项发展特别是

楼市产业的发展， 引起了众

多投资置业者的关注。 产业

带动就业，人气决定财气，只

有产业的全面发展， 才能带

动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从

而带动楼市的迅速升级。 经

过 5 年多的时光， 贵安新区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

成绩。自设立以来，贵安新区

就一直按照中央提出的高端

化、 绿色化、 集约化发展要

求， 聚焦以大数据为引领的

智能终端、高端显示屏、数据

中心、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

等五大产业方向发展。

近日，由人民日报、新华

社、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社、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

网、 贵阳晚报等主流媒体组

成的媒体采访团走进贵安新

区， 实地探访近 5 年来贵安

新区的发展情况， 以专业的

视角报道贵安新区产业发展

新成就以及 “中国数谷” 近

年来所取得的新成绩。

核心产业 大数据领衔

A

没有产业就没有城市的发展。 在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贵安新区始终以

大数据产业为核心， 培育高端企业。

在采风中，媒体采访团参观了贵安新

区多家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类企

业，其中包括国内首家云链服务提供

商，为企业客户提供高效数据内容应

用与交换的定制化服务的贵州白山

云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首个省部共建

的大数据资产运营平台的贵州数据

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拥有对 12 英

寸 -55� 英寸液晶面板切割、 偏光片

贴附、面板 bonding、open� cell 组装等

行业顶尖生产技术的晶泰科(贵州)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提供中国境

内金融信息服务， 金融机构 IT 解决

方案的上海贝格计算机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等企业， 其中不乏投资超过

10000 万美金的企业， 而吸引这些企

业落户贵安的，正是贵安新区在新兴

产业投资方面所具备的战略优势和

率先发展大数据形成的行业集聚效

应。

目前， 贵安新区聚集了中国电

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

及华为、苹果、腾讯、富士康、FAST 天

文大数据中心等 10 个以上大中型数

据中心。 预计到 2020年，数据中心服

务器承载能力可达到 200 万台以上，

作为“中国数谷” 的贵安新区将大有

可为。

在刚刚落幕的 2019 贵州内陆开

放型经济试验区投资贸易洽谈会上，

贵安新区签约了 “贵安足球文化产

业、国际新型足球学校” 项目、“中电

网络公司应急安全实训公园、空天信

息数据港、 移动终端制造 （天通卫

星）” 项目、 零工宝大数据项目等 8

个项目， 投资总额超 120 亿元人民

币。

综合优势 吸引名企进驻

B

贵安新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大

学城开工综合体、学校、医院等功能性

建筑达 270万平方米， 大学城入驻师

生 15万人。累计建成 700公里城市路

网和 1000多公里市政管网。中心区实

施重大功能性项目 86个，建设综合体

等商业项目 148.5�万平方米。 将建成

总建筑面积 6 万多平方米的高铁站，

为我省第二大高铁站。 将围绕贵州中

医药大学贵安附院为核心打造大健康

卫星城； 贵安新区也持续在教育上发

力， 率先在全省实现高中三年免费教

育和学前教育奖补、 投入使用北师大

贵安附校。

抓发展的同时， 贵安新区也在快

速推进生态建设。五年来，贵安新区实

施“十河百湖千塘”“五区八廊百园”

“绿色贵安三年会战” 等生态环境工

程，绿化率提升了 7个百分点，地表水

环境质量排名全省第一， 淘汰落后产

能企业 130多家。投资 120亿元、总建

筑面积 400 万平方米的 14 个新型生

态智慧社区陆续实现入住，建成 20 个

美丽乡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8月，作为中

国房地产企业 Top4 的融创中国宣布

进军贵安， 将于贵安核心区域打造高

端大盘。由此可见，贵安新区突出的交

通区位、优越的环境以及政策、人力资

源、 产业集聚等优势不仅吸引大数据

相关产业， 对房地产行业也有同样的

吸引力。

目前看来， 贵安新区像是一个充

满活力的年轻人， 在创新的基础上深

耕大数据核心业态，在政策红利、数字

经济、创新创业的推动下，贵安新区必

将涌现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余珉琨

融创贵阳项目效果图

环境优美的贵安新区

“金九银十” 或难再现

俯瞰观山湖区


